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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大附一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大会举行
[本报讯] 9 月 18 日下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大会在总
院综合楼学术报告厅举行。苏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
长、苏大附一院党委书记陈卫昌作动员讲话，苏州大
学党委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副组长兼第九组组长、校
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王永山作指导讲话。苏州大学党
委主题教育巡回指导组第九组副组长、人文社会科学
处副处长尚书，工会主任科员钱骏，金螳螂建筑学院
学工办主任成龙，我院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党总支
书记，党支部书记，党务系统全体人员参加了会议。会
议由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侯建全主持。

陈卫昌在动员讲话中指出，根据中央、省委和学
校党委的统一部署，在全院党员当中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充分认识开展主题教育的重
大意义，全院党员干部要真正从内心深处把主题教育
作为一场重温初心的精神洗礼和一场凝心聚力的再
次出发，确保主题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牢牢把
握主题教育的目标要求，紧盯全面从严治党的短板，通过主题教
育，真正实现整体队伍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的纯
洁；要不折不扣落实重点措施：坚持思想引领，深化学习教育、坚
持实践标准，深入调查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深刻检视反思、坚持
知行合一，深度整改落实。

为确保主题教育规范有序开展，全面实现目标要求，顺利取
得预期效果，陈卫昌代表医院党委对全院党员干部提出四点要
求。第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第二，要进
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全院党员干部要严守相关工作纪律，把主题
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放在各项工作的首要位置，全身心
投入，狠抓落实，确保主题教育不走过场、取得实效。第三，要进
一步加强宣传引导，聚力宣传发动，强化舆论引导，及时通报、反
映和宣传我院主题教育的进展情况和实际成效。第四，要进一

步做好统筹兼顾，要坚持紧扣中心、服务大局，做到一体谋划，系
统安排，整体推进。

陈卫昌强调，主题教育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大学党委决策部署，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扎实开展好主题
教育，努力推动医院党的建设和改革发展再上新台阶，以更加优
异的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王永山在讲话中对苏大附一院党委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积
极推动，有序有效安排主题教育各项准备工作予以充分肯定。他
强调第二批主题教育是第一批的延展和深化。中央总的要求同
第一批是一致的，一以贯之地强调要突出主题主线不动摇、聚焦
问题不散光、推进四位一体不偏废、抓好整改落实不断线。同时，
更加注重分类指导、更加注重发挥支部作用、更加重视开门搞教
育。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党中央及省委

部署和学校党委要求，结合指导组工作职责，王永山
就推动落实主题教育各项工作提出了四点要求。第
一，聚焦主题主线，准确把握总体要求。牢牢把握主题
教育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
落实”总要求，聚力聚焦“五深入五确保”工作目标。第
二，突出重点对象，一体推进重点措施。学习教育要真
学实学，调查研究要摸透实情，检视问题要深刻见底，
整改落实要集中攻坚。第三，发挥党支部作用，务实高
效抓好推进。除了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参照实施的
领导班子之外的党员参加主题教育，要以党支部为单
位，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依托“三
会一课”、主题党日活动等进行。第四，以好作风好方
法推动主题教育取得过硬成果。突出分类指导，坚持
统筹兼顾，力戒形式主义。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
采取切合实际的方式方法，确保主题教育不虚不偏不
空、不走过场。会上，王永山组长代表指导组作表态发
言。

侯建全指出，部署会议的召开，深刻阐明了开展主题教育的
重大意义、目标要求和重点措施，为开展好此次主题教育理清了
思路、明确了任务、提出了要求，全院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要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
导实践、开展工作的能力，将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医院发展的实
际成效。

根据中央、省委和学校党委的统一部署，我院主题教育从 9
月开始，到 11 月底基本结束。主题教育不划阶段、不分环节，把
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
为切实加强对我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的组织
领导，确保圆满完成主题教育的各项任务，经院党委研究，成立
中共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委员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领导小组。陈卫昌同志、侯建全同志担任组长，领导小组下
设办公室，有组织组、综合组和专项整治组，对主题教育进行组
织协调、宣传引导和督促指导。 （文：冯元 图：翟灯文、杨坤）

9 月 9 日上午，在第三十五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院
党委书记陈卫昌代表医院党政领导班子走访慰问了阮长耿院士、蒋文平教
授，并委托第一临床医学院副院长胡春洪代表医院看望慰问了唐天驷教授、
汪康平教授、张志德教授、丁乙教授等老教师。陈书记为老教授送去了鲜花
并表示诚挚的问候。 （孙书方）

●近日，我院阮长耿院士荣获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章!

●第九届全国治疗药物监测学术年会于 8

月 29 日 -31 日在江苏苏州召开，我院缪丽燕教

授当选为第三届 TDM 专委会主任委员，药学部

黄晨蓉副主任药师任副秘书长。

●9 月 27 日，国际材料学权威期刊

Advanced Materials（2018 年影响因子：25.809）

在线发表了我院血液科与苏州大学生物医用高

分 子 材 料 重 点 实 验 室 合 作 完 成 题 为

“CD44-Specific A6 Short Peptide Boosts

Targetability and Anticancer Efficacy of

Polymersomal Epirubicin to Orthotopic Human

Multiple Myeloma”的最新研究成果。

[本报讯] 正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到
来之际和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深入开展之际，为进一步激发全院
职工的爱国情怀，9 月 24 日下午，我院在总
院裙楼学术报告厅隆重举办了“歌唱辉煌
70 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歌咏比赛。
以大合唱的形式，向祖国献上最诚挚的祝
福。苏州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苏大附一
院党委书记陈卫昌，党委委员、副院长陈
亮，党委委员、副院长缪丽燕，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丁春忠，总会计师贲能富，党委副书
记王海芳，党务系统各职能部门的负责同
志，参赛队伍选手及离退休老同志参加此
次活动。活动由王稚护士长和李金利医生
主持。

陈卫昌书记在致辞中表示，新中国成

立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
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砥砺奋进、改革创
新，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
就。回顾 70 年建设发展历程，医院各项事
业蓬勃发展。举行主题歌咏比赛，是对辉煌
历史的缅怀，是对今天佳绩的检阅，更是对
未来重任的期盼。希望大家能够歌唱新时
代，礼赞新中国。把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
热爱，都融入到这美妙的歌声中，进一步唱
出爱国热情；希望大家能够歌唱美好理想，
传承百年精神。用歌声传情达意，以更加高
昂的斗志和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到“博习
创新 厚德厚生”的精神实践中去，在各自
岗位上全力奋斗，全力追梦；希望大家能够
歌唱初心使命，展现职业风采。在红色主旋
律的伴奏下，在新时代医疗卫生职业精神

指引下，唱出豪情，唱出自信！
随后，由院领导领唱，院工会合唱团伴

唱，全场人员起立共同高唱《我和我的祖
国》。“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
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高昂
恢弘的合唱声回荡在学术报告厅的每一个
角落，也浇灌进现场每一个人的心里。口中
吟唱的歌曲、手中挥舞的红旗、心中深爱的
祖国，凝聚成一股力量，将所有人的心团结
在一起！

本次歌咏比赛在欢腾的气氛中圆满落
下帷幕，外科党总支代表队以最高分荣获
一等奖，门急诊医技党总支和机关党总支
荣获二等奖，研究生党总支、离退休党总
支、内科党总支和团委荣获三等奖。七支参
赛代表队用歌声传递了全院职工对祖国未
来的美好希望。将热烈的爱国情怀寄托到
医院事业和医疗行业的发展之中，是全体
苏大附一院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
最好贺礼！

（冯元）

歌唱辉煌 70载
———我院隆重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歌咏比赛

不忘医者初心 牢记健康使命
我院成功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联合义诊

（下转 2 版）

[本报讯] 9 月 25 日上午，
在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之时，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在医院深入开展
之时，苏大附一院举行“不忘医
者初心 牢记健康使命”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联合
义诊，以医者特有的方式为祖
国母亲庆生！

15 位专家 300余位市民
参加义诊

此次义诊，苏大附一院党
委高度重视，经过前期调研，结
合患者需求，安排 15 个科室的
15 位知名专家组成义诊团：骨
科徐耀增、普外科朱新国、泌尿
外科浦金贤、妇产科陈友国、胸
外科马海涛、心脏大血管外科

黄浩岳、血液科徐婷、心
血管内科蒋廷波、消化内
科许春芳、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黄建安、介入科倪
才方、皮肤科钱齐宏、内
分泌科施毕旻、肾内科沈
蕾、神经内科薛群，有这
些平时一号难得的大专
家积极参与此次义诊，医
院官微刚发布消息，300
张义诊券就在两个院区
被闻讯而来的市民早早
领完！

糖尿病专科护士周
惠娟老师、药学部青年文
明号马晶晶临床药师现
场各发放 50 张义诊券，
为市民免费测量血糖、进
行药物咨询。

为了义诊的顺利举

行，此次团委共组织安排了 18
名博习青年志愿者、患者服务
中心安排 2 名社会志愿者在现
场引导患者、接受咨询，保障义
诊活动的顺利进行。

“慕名而来”，“这样的惠民活动
太好了”

家住相城的王伯伯在上周
前来医院就医时看到了义诊活
动介绍，“我很幸运，竟然领到
了呼吸科黄建安主任的最后一
张票！”王伯伯说，在这之前，他
已经尝试过几次预约黄主任的
专家号了，但都无功而返，此次
竟然能在义诊现场看到他，王
伯伯难掩激动，“这样的惠民活
动真是太好了！给你们点赞！”

园区的唐女士此次是为他
的父亲前来找消化内科许春芳
主任咨询的，“慕名而来，满意
而归！”唐女士笑着告诉记者，

“我父亲上个月在外院就诊，但
症状缓解并不明显，仍是肚子
胀，晚上常常无法入睡。很多朋
友都建议我来找附一院的许春
芳主任，但一直没挂上号，通过
医院官微关注到这次义诊，今
天特地请假过来！”


